
因應COVID-19疫情期間衛生局指定之視訊診療醫療機構名冊-中醫診所 更新日期：111年11月24日

序號 行政區 診所名稱 診所地址 聯繫電話

1 三重區 三重天慕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南路165號 (02)29789090

2 三重區 三重同仁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二段99號 (02)29857688

3 三重區 大耀中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福德北路30之1號 (02)29763983

4 三重區 仁安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133號 (02)22861000

5 三重區 六福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211號 (02)29840011

6 三重區 天德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大同南路3號 (02)29721515

7 三重區 弘曜中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三陽路106號1樓 (02)29863389

8 三重區 正五華中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121號 (02)29811575

9 三重區 禾豐中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68號 (02)29771002

10 三重區 安美中醫診竹 新北市三重區文化北路97號1樓 (02)29701588

11 三重區 安美中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文化北路97號1樓 (02)29701588

12 三重區 百昌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二段一號 (02)89855670

13 三重區 宏安中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一段254号 (02)89859068

14 三重區 杏福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3段126號2樓 (02)29740011

15 三重區 京品中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南路15-2號一樓 (02)29787789

16 三重區 忠孝龍安中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2段53號 (02)89813498

17 三重區 松鶴中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過圳街7巷36號1樓 (02)89820999

18 三重區 林源泉中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碧華街59號 (02)29841753

19 三重區 林寶華中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218號1樓 (02)29889212

20 三重區 保安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四七.四九號一.二樓 (02)29896252

21 三重區 益成中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二段77號 (02)29725039

22 三重區 真如中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文化南路特8號 (02)29720330

23 三重區 軒林中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217號 (02)22877333

24 三重區 健安中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碧華街141號1樓 (02)89857066

25 三重區 健安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一段72號 (02)29749977

26 三重區 康欣中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79號 (02)89857068

27 三重區 惟康中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長榮路8號 (02)29768556

28 三重區 陳逸德中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中央南路2號1樓 (02)29721815

29 三重區 鼎安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372號 (02)22878800

30 三重區 慶竹中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178號1樓 (02)28577900

31 三重區 璟欣中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199號 (02)22876060

32 三重區 龍安中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680號1樓 (02)22878795

33 三重區 醫道中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力行路二段165號一樓 (02)22865277

34 三重區 麗水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一段6號1樓 (02)29713999

35 三峽區 仁合中醫診所 新北市三峽區文化路112號 (02)26717051

36 三峽區 易安中醫診所 新北市三峽區中華路51號 (02)86717839

37 三峽區 慈恩中醫診所 新北市三峽區文化路70號 (02)86713371

38 三峽區 賢明中醫診所 新北市三峽區文化路46號 (02)86710203

39 土城區 土城仁安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207號 (02)22633566

40 土城區 土城明師中醫聯合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中正路一號 (02)22746699

41 土城區 土城建宏中醫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一點260-2號1樓 (02)22617568

42 土城區 仁有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ㄧ段67號 (02)22666408

43 土城區 太醫殿中醫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學成路48號1樓 (02)22606955

44 土城區 弘新中醫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280號3樓 (02)22617777

45 土城區 玉生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 155巷5號1樓 (02)22659555

46 土城區 合安中醫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延吉街119號 (02)22631561

47 土城區 和揚中醫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明德路一段101號 (02)82602868

48 土城區 延和中醫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延和路127號 (02)22635611

49 土城區 耆康中醫 新北市土城區清水路174號一樓 (02)22749579

50 土城區 清水建全中醫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明德路一段59號 (02)22649299

51 土城區 渼林中醫 新北市土城區清水路179號 (02)22645353

52 土城區 聖和中醫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廣興街28、30號 (02)89666288

53 土城區 福滿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青仁路37號 (02)22749873

54 中和區 三大中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452號 (02)29479977

55 中和區 中和世峰中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708號2樓 (02)22469938

56 中和區 中和明師中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499號 (02)22493788

57 中和區 中和健宏中醫聯合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293號及295巷1號1樓 (02)29441995

58 中和區 元宇中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新生街241號 (02)82267606

59 中和區 元慶中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保健路27之4號 (02)24941011

60 中和區 永欣中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89巷7-1號 (02)82422858

61 中和區 永貞明師中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永貞路292號 (02)22320389

62 中和區 立安中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一段119號 (02)29430999

63 中和區 行願中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23巷12號1樓 (02)22426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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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中和區 妍喜中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335號1樓 (02)29462580

65 中和區 杏林中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自治街12號 (02)22219035

66 中和區 沐心中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一段159號1樓 (02)29418520

67 中和區 秀景中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成功路105號 (02)29455808

68 中和區 辛中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宜安路118巷10號12號 (02)86681188

69 中和區 承光中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29號1樓 (02)29491753

70 中和區 明安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和平街2巷2弄2號1樓 (02)229448567

71 中和區 明芯中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561號 (02)22451680

72 中和區 明儒中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大仁街 19巷3號1樓 (02)29405050

73 中和區 國耀中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166號 (02)29465157

74 中和區 常榮中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莒光路2號 (02)29578260

75 中和區 康乃馨中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南華路１８號１樓 (02)22421052

76 中和區 康泉中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新興街6巷7號一樓 (02)29278333

77 中和區 康博中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新生街283號 (02)22225453

78 中和區 富邦中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忠孝街85號1樓 (02)29487720

79 中和區 揚銘中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234號 (02)22471918

80 中和區 景安現代中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558號1樓 (02)22403600

81 中和區 景新中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４４８號 (02)86687686

82 中和區 華漢中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448號 (02)86601999

83 中和區 新生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新生街142號 (02)32348277

84 中和區 詹錫彥中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宜安路159號 (02)29453592

85 中和區 雋恩中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景德街30號 (02)29435749

86 中和區 頌和中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656號一樓 (02)22438668

87 中和區 漢唐中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捷運路125號 (02)89417376

88 中和區 精誠中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324巷3弄5號 (02)29202233

89 中和區 潤泰中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409號1樓、411號1樓 (02)22258938

90 中和區 澄品中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泰和街2號1.2樓 (02)22462256

91 中和區 龍恩中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南勢角和平街21-1號 (02)89423525

92 五股區 大順中醫診所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二段196號 (02)22916650

93 五股區 成泰中醫診所 新北市五股區凌雲路一段79號 (02)22924990

94 五股區 周中醫診所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二段182號 (02)22935062

95 永和區 元新中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145號3樓 (02)29201333

96 永和區 世峰中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豫溪街50號1樓 (02)29233838

97 永和區 永和竹善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145號 (02)29201333

98 永和區 永和明師中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一段2號 (02)22328688

99 永和區 永和易元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62號1、2樓 (02)29420899

100 永和區 永和健生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路218號 (02)86608198

101 永和區 永樂中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一段14號 (02)22311022

102 永和區 永豐中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146號 (02)29213264

103 永和區 佑憲中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119號 (02)89214777

104 永和區 宜庭中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永貞路439號1樓 (02)29251376

105 永和區 明仁中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永貞路352號1樓 (02)29223008

106 永和區 俊發中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復興街31號 (02)29213815

107 永和區 泉安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4號1樓 (02)29207377

108 永和區 健祐中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173號 (02)89253030

109 永和區 康源中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351號 (02)22885114

110 永和區 康福中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478號 (02)29232696

111 永和區 從容中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一段202號1樓 (02)86600667

112 永和區 祥同中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150號1、2樓及152號1、2樓 (02)89213311

113 永和區 祥寧中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中興街104號1-2樓及106號1-2樓 (02)29266869

114 永和區 華興中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2段90號 (02)29488722

115 永和區 進昌中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路50號1樓、50之1號1樓 (02)29245182

116 永和區 順和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342號1樓 (02)29492238

117 永和區 聖元中醫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一段168號 (02)29263939

118 永和區 聖昇中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109號2樓 (02)89411570

119 永和區 靖林中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718號 (02)29288638

120 永和區 樂源中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155號1樓、2樓 (02)29425658

121 永和區 臻觀中醫診所 新北是永和區永貞路8號1.2樓 (02)29257285

122 汐止區 大新中醫診所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41巷1號 (02)77299090

123 汐止區 大漢中醫診所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212號 (02)86910097

124 汐止區 杞子中醫診所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二路120號 (02)26950065

125 汐止區 秀峰中醫診所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2段9號 (02)26431219

126 汐止區 佳德中醫診所 新北市汐止區連興街28號1樓 (02)2641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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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汐止區 青蓮中醫診所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323號1樓 (02)86463767

128 汐止區 健榮中醫診所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487號1樓 (02)26926991

129 汐止區 唯其中醫診所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59巷63號1樓 (02)86910090

130 汐止區 廣緣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汐止區明峰街132號 (02)86951725

131 板橋區 一心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懷德街117號 (02)22588137

132 板橋區 人和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溪北路48號 (02)86753008

133 板橋區 仁心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北門街42-3號 (02)29665049

134 板橋區 仁得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258之7號1樓 (02)89699248

135 板橋區 六合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332-4號 (02)29668397

136 板橋區 六安堂中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39號 (02)29557797

137 板橋區 六安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39號 (02)29557797

138 板橋區 天祐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119號 (02)29568821

139 板橋區 太乙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溪北路74號 (02)26866656

140 板橋區 仲德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文聖街157號 (02)22552215

141 板橋區 全心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國慶路159號 (02)29558802

142 板橋區 全泰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2段78號1樓 (02)89532998

143 板橋區 全懋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莊敬路171號一樓 (02)22512785

144 板橋區 吉安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篤行路三段78號 (02)26832002

145 板橋區 吉安堂中醫診 新北市板橋區後菜園街43號 (02)29681998

146 板橋區 回春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國光路17號 (02)29667970

147 板橋區 江翠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三段3號 (02)82570770

148 板橋區 百善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新海路344號1樓 (02)22562101

149 板橋區 老記保壽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龍興街16號 (02)22710607

150 板橋區 宏昌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新海路102號 (02)22585969

151 板橋區 宏國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宏國路103號一樓 (02)22531680

152 板橋區 杏禾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莊敬路97號 (02)22588399

153 板橋區 和康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291-11號 (02)89530695

154 板橋區 坤儒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陽明街77號 (02)82598386

155 板橋區 明遠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159號1樓、2樓 (02)89682782

156 板橋區 東芳榮妹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貴興路82號 (02)29517373

157 板橋區 板橋新生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188巷17號1樓 (02)82512188

158 板橋區 板橋聖昌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松柏街65號 (02)22530167

159 板橋區 建全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279號 (02)29533556

160 板橋區 施丞修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362號 (02)29562225

161 板橋區 春易安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光武街3號1樓 (02)22575233

162 板橋區 洪金蘭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金門街六七巷二號一樓 (02)26831067

163 板橋區 皇漢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149號 (02)89518880

164 板橋區 家福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三段43號1樓 (02)82522520

165 板橋區 泰源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一段98號 (02)29621298

166 板橋區 祐新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306號1、2樓 (02)82573668

167 板橋區 健福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一段54，56號 (02)29597695

168 板橋區 國光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國光路157號 (02)29601980

169 板橋區 康宸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南門街43號1、2、3樓 (02)89681969

170 板橋區 御品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長安街333號1樓 (02)29511867

171 板橋區 晨軒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實踐路155號 (02)29637677

172 板橋區 郭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西路2段182號(1樓) (02)29655358

173 板橋區 陳榮文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新生街11號 (02)22723526

174 板橋區 勝濟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69號 (02)29550556

175 板橋區 善仁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民治街47號 (02)22502515

176 板橋區 華晟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189號一樓 (02)29562956

177 板橋區 華康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陽明街80號 (02)22581811

178 板橋區 隆安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松柏街15巷6號 (02)22588907

179 板橋區 新昌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24號2樓 (02)82879885

180 板橋區 聖原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2段38號 (02)22541199

181 板橋區 聖恩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陽明街126號 (02)22503186

182 板橋區 裕安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487號 (02)29506656

183 板橋區 裕芳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貴興路38號 (02)29582100

184 板橋區 鼎超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二段47巷8弄16號1樓 (02)22521679

185 板橋區 鼎鈞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區府中路67號3樓 (02)29686878

186 板橋區 廖世輝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國慶路149巷36號 (02)29542343

187 板橋區 榮美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100號1樓 (02)22508328

188 板橋區 榮德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懷德街131號1樓 (02)22568227

189 板橋區 蓁禾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6號 (02)22533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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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板橋區 蓁佑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四維路218號 (02)22558869

191 板橋區 遠東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335號 (02)29638668

192 板橋區 德昇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37號1F、B1F (02)29698399

193 板橋區 德睿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華新街62號 (02)29518803

194 板橋區 樂昕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區運路39號 (02)29565366

195 板橋區 潤宇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175號 (02)29525562

196 板橋區 橘泉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四維路179-1號 (02)22506600

197 板橋區 璞和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2段134號1樓 (02)29570566

198 板橋區 薇晶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三段83號 (02)22588368

199 板橋區 鴻林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成都街37號一摟 (02)89539118

200 板橋區 蘇鴻昶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府後街一巷7號 (02)29661120

201 板橋區 靈群閣中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裕民街56巷3號1樓 (02)22528276

202 林口區 元康中醫診所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168號1樓 (02)26089690

203 林口區 妙吉祥中醫診所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二段269號2樓之1 (02)26003996

204 林口區 林口悅兒親子中醫診所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392號1樓 (02)26026852

205 林口區 林口真如中醫診所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571號 (02)26083832

206 林口區 嘉德中醫診所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103號 (02)26081132

207 林口區 德心中醫診所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394巷2號1樓 (02)26082597

208 林口區 聯生中醫診所 新北市林口區三民路108號1樓 (02)26028190

209 金山區 吉元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金山區忠孝一路26號 (02)24082077

210 泰山區 星光中醫診所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一段81號 (02)22968117

211 泰山區 時珍中醫診所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三段147號1,2樓 (02)29088290

212 泰山區 泰一中醫診所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2段78號 (02)22977951

213 泰山區 泰明中醫診所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2段379號1樓 (02)29061866

214 泰山區 黎明中醫聯合診所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一段315號 (02)22974515

215 泰山區 懷聖中醫診所 新北市泰山區福興一街75號 (02)22966636

216 淡水區 水碓中醫診所 新北市淡水區大義街7號 (02)26261353

217 淡水區 全元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淡水區民權路185巷7號1樓 (02)88098837

218 淡水區 金微笑中醫診所 新北市淡水區濱海路1段135號 (02)26292020

219 淡水區 建順中醫診所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21號 (02)86312418

220 淡水區 祐安中醫診所 新北市淡水區北新路171號 (02)26293058

221 淡水區 淡海中醫診所 新北市淡水區新市ㄧ路三段147號ㄧ樓 0910-206-166

222 淡水區 慶安中醫診所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143號 (02)26223730

223 深坑區 禾生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二段184號一樓 (02)26628080

224 深坑區 深耕中醫診所 新北市深坑區深坑街3巷5號 (02)26620817

225 新店區 上醫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83號1樓 (02)29121212

226 新店區 大豐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大豐路30號1樓 (02)29162131

227 新店區 仁安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光明街178號 (02)29112867

228 新店區 北新中醫診所 新北新新店區北宜路一段35號 (02)29188666

229 新店區 必安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安德街75號 (02)86661250

230 新店區 安康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二段175號 (02)86665679

231 新店區 百漢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113號 (02)29178569

232 新店區 岐伯齋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79號 (02)29128116

233 新店區 長庚中醫聯合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327號 (02)29158775

234 新店區 品宣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145號2樓 (02)29141333

235 新店區 思邈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溪園路391號 (02)82180499

236 新店區 健宏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中央里中央路198號 (02)22188120

237 新店區 國華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86號 (02)86653988

238 新店區 新店榮星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大豐路二十四號 (02)89113502

239 新店區 新店漢唐經方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二段25號2樓 (02)29110149

240 新店區 瑞清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一段159號 (02)29135052

241 新店區 禪心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3段221-1號1樓 (02)29150678

242 新店區 覺真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五峰路28號 (02)29155838

243 新莊區 九和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雙鳳路41號 (02)29962088

244 新莊區 又一春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288號 (02)22791988

245 新莊區 三德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復興路二段41號 (02)29983550

246 新莊區 大大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213號 (02)29970022

247 新莊區 仁愛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879-6號1樓 (02)29029530

248 新莊區 心宇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670巷2弄17號 (02)29900791

249 新莊區 永福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６７號 (02)22030799

250 新莊區 至美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昌明街56號 (02)22766665

251 新莊區 至善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後港一路24號1樓 (02)82010502

252 新莊區 佑德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八德街137號1樓 (02)2207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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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新莊區 宏泰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自立街112號1樓及夾層 (02)29910077

254 新莊區 宏嘉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815號1樓 (02)22795566

255 新莊區 岐黃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復興路二段150號 (02)22760978

256 新莊區 彤發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龍安路1-1號1樓 (02)29083314

257 新莊區 幸福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552號 (02)29903397

258 新莊區 幸福翰醫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8號1樓 (02)22765857

259 新莊區 昇源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265號 (02)29920322

260 新莊區 昌隆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64巷4弄3號1樓 (02)29910802

261 新莊區 長青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十三號一樓 (02)22066630

262 新莊區 品妍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672號2樓 (02)89928333

263 新莊區 宥聖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58號 (02)29901258

264 新莊區 美恩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46號 (02)89935598

265 新莊區 泰和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公園路18號 (02)29980992

266 新莊區 真禾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455號 (02)89922659

267 新莊區 神農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342號 (02)22791359

268 新莊區 康健堂中醫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307號1樓 (02)29984522

269 新莊區 御漢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267號1樓 (02)89938000

270 新莊區 賀安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龍安路495號 (02)22069545

271 新莊區 超群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321號1樓 (02)22012299

272 新莊區 傳愛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中原路65號1樓 (02)22766558

273 新莊區 新莊易元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680號1樓 (02)29936199

274 新莊區 瑞和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363號1樓 (02)89925178

275 新莊區 舞鶴中醫診所 24242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124號1樓 (02)29905158

276 新莊區 德安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187號1樓 (02)22040866

277 新莊區 慶安居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259號1樓 (02)29980598

278 新莊區 澄杏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東路133號 (02)29902936

279 新莊區 翰醫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中和街39號1,2樓 (02)89941133

280 新莊區 靜好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217號1樓 (02)22771228

281 新莊區 聯合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景德路384號1樓 (02)22070105

282 新莊區 聯安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240號1樓 (02)29989717

283 新莊區 麗景中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66號 (02)29926776

284 瑞芳區 冠誠中醫診所 新北市瑞芳區大埔路104號1樓 (02)24586526

285 樹林區 仁人中醫診所 新北市樹林區復興路21號 (02)26821321

286 樹林區 佑康中醫診所 新北市樹林區學成路478號1樓 (02)89706246

287 樹林區 厚德中醫診所 新北市樹林區中正路851號 (02)26893778

288 樹林區 賀元中醫聯合診所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158號 (02)26820359

289 樹林區 慈愛中醫診所 新北市樹林區日新街52號 (02)26852300

290 樹林區 鈺唐中醫診所 新北市樹林區後站街3巷14號 (02)86874641

291 樹林區 漢昌中醫診所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一段315號 (02)26753116

292 樹林區 福康中醫診所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216號1樓 (02)26751585

293 樹林區 樹林建全中醫診所 新北市樹林區中華路122號 (02)86843849

294 蘆洲區 一品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１１８號 (02)22812373

295 蘆洲區 大祐中醫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47號 (02)22893488

296 蘆洲區 六善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中華街7號1樓 (02)22898651

297 蘆洲區 同仁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信義路297號 (02)22818192

298 蘆洲區 安信中醫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157號 (02)22815591

299 蘆洲區 百和中醫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321號1樓 (02)22888329

300 蘆洲區 芊瓏中醫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復興路74號 (02)82858253

301 蘆洲區 長榮中醫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55號1樓 (02)28479697

302 蘆洲區 啟新中醫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197號1樓 (02)82836979

303 蘆洲區 得康中醫 新北市蘆洲區中原路41號1樓 (02)89539118

304 蘆洲區 勝原堂中醫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信義路246之5號 (02)82835981

305 蘆洲區 華泰中醫診所 新北巿蘆洲區三民路141號1樓 (02)82860376

306 蘆洲區 鴻昇中醫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復興路106號1樓 (02)22883238

307 鶯歌區 正峰中醫診所 新北市鶯歌區光明街169號一樓171號一樓 (02)26777710

308 鶯歌區 孫中醫診所 新北市鶯歌區國慶街154號 (02)26700608

309 鶯歌區 國慶中醫診所 新北市鶯歌區國慶街114號 (02)26771636

310 鶯歌區 廣安中醫診所 新北市鶯歌區育智路18號 (02)26798883


